
108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－進階課程 

壹、活動目標：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、推動閱讀與資

訊素養活動、提供資訊協助教師教學，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，學生閱讀興趣，

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。本課程之目的即在提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經營與閱讀

推廣知能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參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

肆、合辦單位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、國立臺南大學 

伍、研習對象：依下列順序錄取名額，額滿為止。 

1.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07年度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

師計畫」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師(每校至多 3名)。 

2. 各縣市政府自行補助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師(每校至多 3 名)，

以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補助學校名單為主。 

3. 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國小教師。 

陸、活動地點： 

臺北場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演講廳 

臺中場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樓國際會議廳 

臺南場：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 1樓演講廳 

柒、活動時間： 

臺北場：108年 01月 29日至 31日 (週二-週四) 名額：200名 

臺中場：108年 01月 23日至 25日 (週三-週五) 名額：200名 

臺南場：108年 01月 23日至 25日 (週三-週五) 名額：120名 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填寫報名表(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) 

報名日期：2018 年 12月 1日起至 2019年 1月 7日止 

課程代碼：臺北場：2512760 

     臺中場：2512763 

     臺南場：2512766 

活動承辦人：鄭水柔(shueizheng@gmail.com) 聯絡電話：(02)7734-5428 

玖、研習時數： 

一、參與研習之教師，將依參與時間核發研習時數，研習期間因故須中途離

開者，應向承辦單位請假，遲到、早退、請假時間均應扣除研習時數。 

二、全程參與者，將於課程結束時頒發研習證書。 

拾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交通及住宿部分敬請各校自理，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

二、研習提供免費午餐便當，若不需用餐，請在報名時註明。為響應環保，

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。 

三、臺南大學因腹地較小，辦理研習時，不開放學員將車輛停放至校園中，

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


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

四、因場地座位有限，欲候補或現場報名者，敬請與活動承辦人聯絡確認。 

拾壹、課程規劃： 

臺北場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演講廳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

01 月 29 日(二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09:10 開幕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陳昭珍教教務長/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09:10-11:10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(2hr) 謝春貞老師/新北市土城國民小學 

11:20-12:2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臺北市再興小學閱作團隊  

12:20-13:30 午休 

13:30-14:3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臺北市再興小學閱作團隊  

14:40-16:40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(MSSR)(2hr) 鄭文玄老師/宜蘭縣中山國民小學 

01 月 30 日(三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(2hr) 林菁教授/國立嘉義大學 

11:10-12:1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傅宓慧老師/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 

12:10-13:00 午休 

13:00-14:0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傅宓慧老師/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 

14:10-16:40 
主題式協同教學─以 STREAM為例

(2.5hr) 

傅寶宏老師/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

實驗國民小學 

01 月 31 日(四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
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─ 

以臺北市國語實小為例(2hr) 
林玫伶校長及團隊/臺北市國語實小 

11:10-12:40 心閲讀的理念與實踐(1.5hr) 
曾品方老師/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 

張菊惠副會長/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

12:40-13:30 午休 

13:30-15:00 素養導向的英文閱讀(1.5hr) 施穆穆老師/臺北市永安國民小學 

15:10-16:40 雲端軟體應用與實作(1.5hr) 鄭詩勳老師/新竹縣十興國民小學 

16:40-17:00 綜合座談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陳昭珍教教務長/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

臺中場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

01 月 23 日(三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09:10 開幕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劉仲成館長/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

09:10-11:10 
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─ 

以臺中市新興國小為例(2hr) 

方玉玲校長/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
柯素娥主任/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
李玉玫老師/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
11:20-12:2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臺北市再興小學閱作團隊 

12:20-13:30 午休 

13:30-14:3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臺北市再興小學閱作團隊  

14:40-16:40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(MSSR)(2hr) 李孟雪主任/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 

01 月 24 日(四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(2hr) 賴苑玲教授/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11:10-12:1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傅宓慧老師/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 

12:10-13:00 午休 

13:00-14:0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傅宓慧老師/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 

14:10-16:40 
主題式協同教學─以 STREAM為例

(2.5hr) 

傅寶宏老師/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

國民小學 

01 月 25 日(五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(2hr) 許慧貞老師/花蓮縣明義國民小學 

11:10-12:40 心閲讀的理念與實踐(1.5hr) 
曾品方老師/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 

張菊惠副會長/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

12:40-13:30 午休 

13:30-15:00 素養導向的英文閱讀(1.5hr) 
廖玉珠老師/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

李嘉寧老師/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

15:10-16:40 雲端軟體應用與實作(1.5hr) 鄭詩勳老師/新竹縣十興國民小學 

16:40-17:00 綜合座談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賴苑玲教授/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

臺南場：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 1樓演講廳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

01 月 23 日(三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09:10 開幕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陳海泓教授/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

09:10-11:10 
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─ 

以臺南市松林國小為例(2hr) 
張志全校長及團隊/臺南市松林國民小學 

11:20-12:2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黃宏輝老師/臺北市民生國民小學 

12:20-13:30 午休 

13:30-14:30 閱讀素養教學(1hr) 黃宏輝老師/臺北市民生國民小學 

14:40-16:40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(MSSR)(2hr) 陳國瑤主任/高雄市屏山國民小學 

01 月 24 日(四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(2hr) 林于靖老師/新北市嘉寶國民小學 

11:10-12:40 心閲讀的理念與實踐(1.5hr) 
曾品方老師/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 

張菊惠副會長/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

12:40-13:30 午休 

13:30-15:00 素養導向的英文閱讀(1.5hr) 
廖玉珠老師/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

李嘉寧老師/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

15:10-16:40 雲端軟體應用與實作(1.5hr) 鄭詩勳老師/新竹縣十興國民小學 

01 月 25 日(五)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1:00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(2hr) 陳海泓教授/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

11:10-12:1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林秀娟老師/臺南市文化國民小學 

12:10-13:00 午休 

13:00-14:00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(1hr) 林秀娟老師/臺南市文化國民小學 

14:10-16:40 
主題式協同教學─以 STREAM為例

(2.5hr) 

傅寶宏老師/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

民小學 

16:40-17:00 綜合座談 
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

陳海泓教授/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

 

 


